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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題目：從 PISA2009 剖析閱讀行為、閱讀策略對數學素養之影響─以

上海、新加坡、香港、台灣為例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學管理學院統計

資訊學系應用統計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廖紫吟 指導教授：劉正夫 論文

頁數：80 頁 關鍵詞：閱讀行為、閱讀策略、數學素養、PISA2009 論文摘

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瞭解閱讀行為、閱讀策略、閱讀素養對數學素養的影

響。以 PISA2009 上海、新加坡、香港與臺灣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得有效樣

本共 17,379 人。以性別、國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設備為背景變項，閱

讀行為、閱讀策略、閱讀素養為自變項，數學素養為依變項，探討不同背

景變項的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策略之表現，並分析背景變項、閱讀行

為、閱讀策略以及閱讀素養對數學素養的影響。利用 SPSS20.0 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討論，以因素分析、描述統計分析、t 考驗、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 不

同性別的學生在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有顯著差異，在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

方面，女生皆優於男生。 二、 不同國別的學生在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有

顯著差異，以上海學生的閱讀行為最佳；新加坡學生的閱讀策略最佳。 

三、 不同閱讀行為對數學素養有顯著影響，且自主性閱讀行為優於需求性

閱讀行為。 四、 不同閱讀策略對數學素養有顯著影響，且連結閱讀策略

優於記憶閱讀策略。 五、 閱讀行為對數學素養有顯著相關存在，r=.310，

閱讀行為與數學素養為低度正相關。 六、 閱讀策略對數學素養有顯著相

關存在，r=.215，閱讀策略與數學素養為低度正相關。 七、 閱讀素養對數

學素養有顯著相關存在，r=.881，閱讀素養與數學素養為高度正相關。 

八、 背景變項、閱讀行為、閱讀策略與閱讀素養對數學素養有解釋力，解

釋量為 84.2%。 根據研究結果，對家長、教育實務工作者與未來研究提出

建議。  

摘

要

(英)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According PISA 2009 to analysis The Effect of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Strategy on Math Literacy—The Case of Shanghai ,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Name of Institute：Master’s Programme in 

Applie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Tzu-Yin Liao 

Advisor：Jeng-Fu Liu Total Page：80 pages Key Words：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y, Math Literacy, PISA2009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y and reading literacy on 

math literacy.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PISA 2009 databases of Shanghai,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tudents valueable in 

the study was 17,379.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gender, nation, parent’s 

education, equipment in home,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y, and reading literacy, whil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math 

literacy. To discover the prediction of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y, and reading 



literacy on math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SPSS 20.0 was used, which was processed 

by factor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strateg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In terms 

of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strategy, girls performed better than boy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ading behavior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esides, their reading strategi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o. Students in 

Shanghai had the best reading behavior. Singapore students used more reading 

strategies. 3. There were influence differences in math literacy between active 

reading behavior and passive reading behavior, and active readers performed better 

than passive ones. 4. There were influence differences in math literacy between 

conjunctive reading strategy and memory reading strategy, and conjunctive readers 

performed better than memory ones. 5. Reading behavior was correlated to math 

accomplishments. Their relationship was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r =.310). 6. 

Reading strategy was correlated to math accomplishments. Their relationship was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r =.215). 7. Reading literacy was correlated to math 

accomplishments. Their relationship was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r =.881). 8. 

Background variables,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y and reading literacy 

accounted for the variance of math literacy was the most explanatory among the 

math literacy, which is 84.2%. Finally,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practices and further studies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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